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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 4天的重度污染让京津冀的

“十一黄金周”大为失色，原本应秋高

气爽的首都陷入一片污浊的雾霾之

中，中央气象台连续发布霾黄色警报，

提醒居民减少外出活动。其中北京和

石家庄为紫色六级“极差”气象条件。

污浊的空气冲散了节日的喜庆，降

低了人们出行消费的意愿，也侵害了民

众的身心健康。为治理华北地区大气污

染和全国一些地区突出的环境问题，此

前中央已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环境保护

治理措施。9月 12日国务院下发了《关

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

（简称《大气十条》)，并明确指出企业是

大气污染治理的责任主体，要按照环保

规范要求，加强内部管理，增加资金投

入，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治理技术，

确保达标排放，甚至达到“零排放”，要

自觉履行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接受社

会监督。与此前公布的大气污染治理

“国十条”相比，此次行动计划目标更加

详细，相对应的措施也更加严格。

随着中央的号令，各地各部门也

积极行动起来。9月 16日环保部发文

要求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分解目标任务，严格考核问责，并

启动了全国生态红线划定工作，同京

津冀晋鲁内蒙古六省市区签订了大气

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9月 23日国家

发展改革委也印发了《关于油品质量

升级价格政策有关意见的通知》，决定

对油品质量升级实行优质优价政策；9

月 22 日国家能源局则与中国石油天

然气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

司、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和中国大唐

集团公司等企业主要负责人签订了重

大能源保障项目任务书，除了要求增

加天然气供应、加快油品质量升级和

东部地区外来电力供应外，还要求大

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经过了 30多年粗放式快速发展，

所积累起来的环境问题已经成为中国

经济不能承受之重，减排治污也到了

刻不容缓的地步。“十二五”以来，国家

发布了一系列针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政

策法规和发展规划，涉及大气、水和土

壤等各个领域。随着新一届中央政府

就位，各项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已呈现

出加码态势。在中央政策倒逼下，各地

政府也在加紧行动，环境治理政策被

进一步细化和加码。这些政策在为污

染企业带上“紧箍咒”的同时，也以财

税优惠杠杆来刺激企业减排的积极

性，并由此给企业带来了冰火两重天。

对一些企业来讲，前面的路将是一片

春意盎然，但对另一些企业来讲，前面

的路也许将面临着更加严酷的寒冬。

近日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质检总

局发布了《砖瓦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就大幅度提高了污染物排放控

制标准，规定现有企业颗粒物、二氧化

硫、氟化物排放限值要比现行标准分

别再严格 50%、53%、50%；新建企业颗

粒物、二氧化硫排放限值比现行标准

再严格 85%和 65%，并增加了氮氧化物

控制指标。这项标准实施后，将大幅降

低农村地区主要大气污染物排放，不

达标的企业将关停，从而有效促进砖

瓦工业的产业结构优化调整，同时带

动相关环保技术和产业发展。

河北制定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实施方案中提出了 50项具体措施，

其中压钢减煤最引人瞩目。到 2017

年河北将减少钢产量 1/3，煤炭消费

总量净削减 4000万吨。减煤造成的能

源缺口将由清洁能源替代，河北将加

大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煤制天然气供

应，加大水电、地热、风能、太阳能、生

物质能开发利用，安全高效发展核电，

逐步提高城市清洁能源使用比重。河

北工业的转型和调整对煤炭企业不算

是好消息，但对清洁能源企业和环保

企业却意味着重大商机。

9 月 14 日我国正式启动含烃氯

氟烃（HCFC）生产行业淘汰计划。作为

目前全球最大的 HCFC生产国、使用国

和出口国，到 2030 年前，我国将累计

减少约 430万吨 HCFC生产和排放。如

何借 HCFC生产行业淘汰的机会，着力

发展污染小、排放少、效益好、可持续

的低碳环保项目，努力寻找一条科学

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考验着每位企

业领军者的心智和眼光。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清洁水

行动计划和土壤环保行动计划，已经

清晰地勾勒出中国环境治理和环保产

业发展的主线，“十二五”期间，节能减

排重点工程方面，我国投资将高达 2.3

万亿元人民币，其中可再生能源方面

投资将达 1.8万亿元人民币，高效节

能技术与装备市场的占有率将由目前

的 5%提高到 30%。其中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预期已经刺激了相关公司的

订单迅猛增长，而从明年起，污水处

理、垃圾处理、土壤重金属治理等领域

的企业也将迎来业绩高成长期。

中国经济在升级，中国企业在转

型，美丽中国画卷在铺展。我们期待着

明年“十一黄金周”的北京是 7个艳阳

蓝天。

华北，被雾霾颠覆了的金秋

山西，这个全国产煤大省 50%的土地上蕴藏着 6000多亿
吨优质煤，开采量占到全国的 1/4，与此相关的能源化工企业
数不胜数，其潜在经济价值惊人。煤炭这一产业对于山西各

地可谓是抢手的香饽饽，而颗粒物、硫化物等大气污染的如

影随形也令该省伤透脑筋。

《中国企业报》记者经过对太原、大同等地的了解，很多迹

象表明治理大气污染需要长效机制，保持治理成效实属不易。

为避污染，山西人外出购房居住

多年前，山西因为空气污染而名声斐然。山西省的太原、

长治、大同、阳泉、临汾等 5个国家环保重点城市均为劣三级
标准城市。

而上述城市均以煤焦铁为主要产业链，据环保部门公开

的消息显示，该省城市大气污染属于以二氧化硫和颗粒物为

主的煤烟型污染。

在当时坊间甚至对大气污染见怪不怪。“公路上到处飘

着煤粉，灰蒙蒙的天在大同是常见事。”一位煤场老板告诉记

者，不说大型煤矿企业，就拿煤场来说，装载机铲煤时，煤粉

遮天蔽日，距离几十米之内连个人影也难瞧见。

“过去开煤场入市门槛低，只要有两个钱就可以选

址办煤场。”一位环保局人士说，煤场开的到处都是，再

加上大同热电企业和众多煤矿企业空中排污，空气质

量难以有效控制，一年到头能见到蓝天白云的日子少

得可怜。

而临汾的空气质量更让人感到焦虑。在 113个重
点城市中，阳泉、大同、临汾名列倒数三位，山西人戏称

之为黑三甲。临汾市综合污染指数更是比排名首位的

海口市高出近 10倍。
每逢长假期，海南、山东等沿海省市便出现山西

人扎堆的现象。一位从事海南房地产中介的人士告诉

记者，出现上述情况的原因，除了山西人搞煤富裕之

外，当地大气污染严重，居住环境日渐恶劣成为该省企

业家购买外埠房产，尤其以海口、青岛空气质量极好的

城市为首选地。

一位在临汾开焦化厂的负责人接听记者电话时表示，企

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这本无可厚非，可是以牺牲家乡大气

质量为代价，未免教训太过沉痛。“亲不亲家乡人。”该负责人

告诉记者，从情愫来讲，他们不愿意移居外省，可这样日益加

重的环境负担，不得不让人们考虑生态移居，但大部分家乡

人却没有能力实现，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

不过，随着国家和各地政府对大气治理力度的加大，目

前山西各地的空气质量正在发生改变，但按照新的空气质量

标准，该省环境保护将面临很大压力。

环保部门：空气污染是长时间的痛

目前，山西大气污染虽然得到有效控制，但 11个设区的
城市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污染依然突出，O3 和 PM2.5 等二
次污染问题日趋严重，灰霾天气逐渐增多，复合污染问题已

逐渐成为首要问题。

据今年山西省公开消息称，近年来，该省环境保护工作取

得了长足进展，虽然环境空气质量全面好转，但在新的标准

下，大部分设区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将达不到国家二级标准。

一位接近政府的人士告诉记者，晋南化肥厂、晋中煤焦

加工业、晋北发电厂等以煤为基的发展方式在短时间内仍然

难以转变，山西大气污染物仍将处于较高排放水平，要想全

面解决空气污染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10月 3日，《中国企业报》统计的 PM2.5数据显示，太原
尖草坪，坞城，阳泉白羊墅、长治等地均出现轻度污染，临汾

南机场更是达到中度污染水平。

“一些中型企业为节约成本还存在偷排偷放的现象。”大

同某水泥厂工作人员说，虽然环保部门加大惩处力度，但猫

捉老鼠的游戏时有发生，治理大气污染任重道远。

上述情况，多个县环保部门深有感触。执法人员只要下

去检查，烟囱便无烟排放，反之，偷排偷放的现象就会出现。

“下一步，还得加大突击检查的力度。”一位环保局负责人告

诉记者，鼓励群众举报，及时公开处罚结果，这样，社会监督

能很好地补充环保单位的某些执法死角。

大同环保部门有关人士则告诉记者，“大气十条”给各地

带了一顶紧箍咒。钢铁、煤炭等企业会因为大气污染而面临

重新洗牌，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落后产能为主的

中小型企业将提前出局。“弃车保帅，这需要一个阵痛的过

程，也是环保新形势下的无奈之举。”这位人士如是说。

山西省政府办公厅指出，县级城市达标率将显著下降。

同时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带来的污染控制压力也将持续

增加。受 PM2.5、O3新增指标及 NO2和 PM10等原有指标加
严的影响，山西省环境空气质量实现全面达标面临严峻考

验。环境空气质量已成为制约全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

强化大气污染防治，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已成为当前全省转型

综改工作中的一项紧迫的重要任务。

本报记者 江丞华 杨子炀王晓北

实习记者汪晓东

山西：
控污压力持续增加

雾霾下的危机和商机
【大气治理之论道】

【大气治理之特写】

9月 30日那天，浓重的雾霾就已
经预示了这个黄金周是不寻常的。果

然，10月 5日、6日、7日京、津、冀、晋就
连发雾霾黄色预警，中重度污染让环保

的神经绷得更紧。北京的天安门城楼和

放在颐和园的大黄鸭都变得看不清了。

6日清晨，浓雾弥漫。北京市环保
监测中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显示，截

至 6日上午 10时，城区所有监测点
的空气质量指数 AQI 均已达六级严
重污染，为最严重级别。首要污染物

为 PM2.5，城区大部分监测点的实时
浓度都在 200微克/立方米以上。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 6日 8时至 7
日 8时“全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图”显示，北京、石家庄为紫色六级

“极差”气象条件，极不利于空气污染

物稀释、扩散和清除；整个京津冀区

域和郑州、西安周边的气象条件为红

色五级“差”；橙色四级“较差”气象条

件的范围遍布北京、天津、河北、陕

西、山西、河南、山东等 7省市。

区域联防成治理难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

政策研究所所长李佐军认为，对于大

气污染的防治，除了 GDP这个因素之
外，“还有一个难度就是区域的联防联

控，因为空气是流动的，各个区域之间

如何采取联合行动，也是一个困难。”

为此，在 9月 18日举行的京津
冀及周边地区大气污染防治工作会

议上，环保部与北京、天津、河北、山

西、内蒙古、山东等六个省区市政府

签订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并

发布《京津冀及周边地区落实大气污

染防治行动计划实施细则》，确定“实

施综合治理”、“强化污染物协同减

排”、“统筹城市交通管理”、“防治机

动车污染”、“调整产业结构”、“优化

区域经济布局”等六方面任务。

具体指标为，到 2017年，北京市、
天津市、河北省细颗粒物（PM2.5）浓度
在 2012 年基础上下降 25%左右，山
西省、山东省下降 20%，内蒙古自治区
下降 10%。其中，北京市细颗粒物年
均浓度控制在 60微克/立方米左右。

此外，《细则》要求京津冀及周边

地区提前一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十二

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对未按期完成

淘汰任务的地区，严格控制国家安排

的投资项目，暂停对该地区重点行业

建设项目办理核准、审批和备案手续。

据了解，我国正逐步建立并完善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络及预报预警

平台，印发《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

案编制指南》，指导地方制定应急预

案，妥善应对重污染天气，并制定《京

津冀及周边地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

理工作方案》。

各省防治措施纷纷出台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全国污染

最严重的区域，河北又是京津冀三省

市治理污染任务最重的省份。

日前，河北省发布了《大气污染

防治行动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

“防治方案”），提出将采取 50 条措
施，着力解决以细颗粒物(PM2.5)为重
点的大气污染问题。

《防治方案》提出，到 2017 年，河
北省钢铁产能削减 6000万吨，约占
2012年全国钢铁产量的 8%，超过河
北省 2012 年钢产量的 1/3。到 2017
年，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较 2012
年明显降低，全省净削减 4000万吨。

西本新干线分析师邱跃成认为，

大气污染防治计划细则的提出，对钢

铁环保设备企业受益是最直接的。

天津市将通过三个阶段达到国

家新标准要求，第一阶段：到 2015
年，PM2.5、PM10 年均浓度分别下降
4、12微克/立方米，达到 51、84微
克/立方米。 第二阶段：到 2020
年，PM2.5、PM10年均浓度分别再
下降 4、12微克/立方米，达到 47、
72 微克 /立方米。第三阶段：
PM2.5、PM10 年均浓度力争早日
达到新标准限值，进入环境空气

质量达标城市行列。

根据新措施，天津市将实施

结构减排和工程减排并重的新思

路，全力推动减排取得实质性进

展。推动实现新增人口、燃煤总量

控制在 60万人、300万吨以内。
而内蒙古自治区环保厅污染防

治处处长张刚也告诉记者，目前《内

蒙古自治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实施意见（2013-2017年）》
初稿已经完成，正在征求各相关部门

意见。各

盟市和自

治区本级

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正在编制中，按

照要求，计划 11月底前完成预案编
制并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年底前由自

治区政府发布并报环保部备案。

曾永青

“河北的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环境问题再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一个严峻的政治问题。”

———河北省委书记周本顺

“现阶段，已经进入了必须伤筋动骨、以转型发展、改革创新为

主要驱动力的大气污染防治阶段。当前治理空气污染的最大困难，

就是转变生产方式、生活方式。”

———北京市副市长张工

“举全市之力，狠抓大气污染防治，全力打造美丽天津。”

———天津市副市长尹海林

“自治区政府将及时与各盟市政府签订责任书，采取全面淘汰

燃煤小锅炉、加快重点行业污染治理等八项措施，确保按时完成各

项目标任务。”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潘逸阳

“在对工业企业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方面，山西将加快重点行业

脱硫、脱硝、除尘改造工程建设，推进挥发性有机物污染治理。”

———山西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

“积极实施外电入鲁、城市锅炉煤改天然气、节能和循环利用、

科学发展核电等措施。”

———山东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孙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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